
杭州方言是宋韵文化的
主要载体和历史坐标

□ 徐 越

内容提要 杭州方言主要分布在杭州老城区， 是宋室南迁的直接产物。 其接触形成的历
史、方言岛形式的分布、传承至今的宋韵官话语言标记，均承载着千年宋韵文化；其官话与吴语
并存不悖、珠联璧合、选择性借用等语言创新，都是宋韵文化最好的诠释。杭州方言不仅是宋韵
文化的主要载体，而且其本身也是宋韵文化的一个历史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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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韵文化是中国历史上两宋文明的结晶，尤
以南宋建都杭州后取得的成就最为辉煌。 宋韵文
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 也是最具中
国气派和浙江辨识度的文化标识， 被誉为中国传
统文化的一大高峰。杭州方言俗称杭州话，属吴语
太湖片杭州小片， 是一种带有宋韵官话语言标记
的吴语，主要分布在杭州老城区。 ①杭州话既是宋
室南迁的直接产物， 又是宋韵文化的主要载体和
历史坐标，它承载着千年宋韵。

一、杭州话是宋室南迁的直接产物

南宋延续了 153 年 （1127—1279 年）， 前后
148 年在杭州，从建炎三年（1129 年）闰八月高宗
自健康如临安开始，到德祐二年（1276 年）元挟宋
帝、太后等北行告终。 ②其间北来移民所带南宋汴
洛雅音与当时的杭州本地话长期共处一城，逐渐形
成一种带有宋韵官话语言标记的吴语杭州话，并
传承至今。

（一）杭州话是一种带有宋韵官话语言标记的
吴语

杭州话的本质是地道的吴语， 但又有别于一
般吴语，其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诸多方面均带有
一些与周边吴语不同而与北方官话相同、 由南宋
汴洛雅音成分构成的宋韵官话语言标记。

由史料可知，南宋建都杭州后，杭州城内一南
一北两种方言共处，北来汴洛雅音属北方官话，杭
州本地话属吴语，两者差异很大，互相不能通话。
当时南北两种方言接触的语言环境相对宽松，北
来移民并未仗其政治优势排斥或封杀杭州本地
话，而是遵循语言的自然演变规律，顺势接触，逐
渐形成“士族说官话，庶民说吴语”这样一种双重
语言制前提下互相包容、学习和尊重的大气格局。
北来官员会努力学一点儿吴语， 无形中增强了官
话的同化力； 杭州本地人即便升任高官也不放弃
自己的方言， 这又加强了杭州本地话的自我生存
力，两种方言就此长期共处、自然接触、互相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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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发展。由于北来汴洛雅音的力量过于强大，一
是其政治上的特权地位非土著可比， 其语言虽始
终处于周边吴语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 显得孤立
无援， 但在当时无疑是官方工作语言， 是权威方
言。 二是其居住相对集中，并形成小范围内（杭州
十城门内）人口数量的绝对优势。 ③虽然当时的社
会语言环境比较宽松友好， 但仍然对杭州本地话
形成了巨大的渗透和冲击， 致使一些汴洛雅音成
分进入并替代了杭州本地话， 涌现出许多语言创
新。杭州本地话得益于自己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
方面的相对先进。 南宋文人耐得翁在《都城纪胜·
自序》中开门见山地指出：

圣朝祖宗开国，就都于汴，而风俗典礼，
四方仰之为师。自高宗皇帝驻跸于杭，而杭山
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 ④

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优势以及周边吴语强大的后援
支持，使杭州本地话始终保持着吴语的基本性质，
最终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北方官话， 又有别于周
边吴语这样一种带有宋韵官话语言标记的吴语杭
州话。 所以，杭州话是宋室南迁的直接产物，也是
人类语言接触演变的鲜活标本。

（二）带有宋韵官话语言标记的杭州话在世界
范围内引人瞩目

杭州话的接触形成，方言岛形式的分布，以及
带有宋韵官话语言标记的这种语言现象， 即便在
世界范围内也实属罕见，非常引人瞩目。

杭州话由南宋时南北两种差异很大的方言接
触形成这段历史确凿无疑。一般研究语言的接触，
不确定的成分往往会比较多，但宋室南迁，建都杭
州，其前后延续的时间、起讫的地点、南迁的重要
人物及人口数量等详情， 均有史料记载， 毋庸置
疑。 所以，杭州话的接触形成不是传说，而是极其
珍贵的承载着千年宋韵文化的语言活素材。

杭州话形成至今， 一直以方言岛的形式屹立
于周边吴语的重重包围之中。 杭州话最早只通行
于城墙内。 ⑤城墙外通行的是属吴语太湖片苕溪小
片的余杭话。城内城外的语言界线十分分明。从今
天杭州人仍把余杭话叫做 “墙篱笆外头的话语”
（“墙篱笆”是对城墙的比喻说法），余杭人把杭州
话叫做“杭白儿”的说法中，可窥见这延续近千年
仅一墙之隔而方言迥异的语言奇景。 随着城墙的
拆除和市区面积的不断扩大， 今天杭州话早已突

破十城门的范围， 但其核心仍然保留在以此区域
为中心的原上城、下城、西湖、拱墅、江干 5 个区的
街区部分，分布面积约 300 平方公里，使用人口约
100多万。 ⑥

杭州话中由南宋汴洛雅音成分构成的宋韵官
话语言标记时至今日，仍非常突出，极易从周边吴
语，尤其是与余杭话的比较中分辨出来。例如杭州
话说“那不是他们说的”，余杭话说“个弗是倻=（倻=

指‘他们’，‘=’表同音替代）话个”，差别非常明显，
其指示代词、否定词、人称代词、结构助词等均与
余杭话不同而与北方官话相同，并与明代史学家郎
瑛在《七修类稿·杭音》中对杭州话的描述相呼应：

城中语音好於他郡，盖初皆汴人，扈宋南
渡，遂家焉，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 呼玉为玉
（音御），呼一撒为一（音倚）撒，呼百零香为百
（音摆）零香，兹皆汴音也。 唯江干人言语躁
动，为杭人之旧音。教谕张杰尝戏曰：“高宗南
渡，止带得一（音倚）百（音摆）字过来。 ”亦是
谓也。 审方音者不可不知。 ⑦

这也是有关杭州话与周边吴语不同， 而与宋室南
迁史实相关的最早历史记录。

杭州话这种因迁都而形成的语言奇观， 不仅
在汉语方言中独树一帜， 在世界语言之林中也尚
无可比之例，尽显宋韵文化底蕴。

二、杭州话是宋韵文化的主要载体

语言是一种重要的历史文化， 同时又是一切
文化的载体。杭州话本身是一种宋韵文化，同时又
是宋韵文化所依托的主要载体。 杭州话中官话与
吴语并存不悖、珠联璧合、选择性借用等多种创新
形式，充分体现出其强大的承载功能。

（一）“浑不怕”和“全不怕”：杭州话是精准解
读宋韵文化的关键

官话与吴语并存不悖是杭州话最突出的表
现。 阅读宋以后相关文献时，需特别注意这一点，
以便正确理解、精准解读各个宋韵文化要素。例如
明代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于谦的名作《石灰吟》，
常因后人不解杭州话中的官话成分而被误读误
改。 原诗是这样的：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
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其第三句中的“浑不怕”，今人多改成“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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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现杭州于谦祠所见，徐向前、沙孟海书于谦诗
即如此作。其实“浑不怕”就是地道的杭州话。“浑”
即“全、皆、都”的意思，是一个表示范围的常用副
词。 杭州话有“浑身浑脑不晓得（全然不知）”等表
述，所以原诗“浑不怕”就是“全不怕”。 一个“浑”
字，尽显宋韵文化本色，改成“全”，虽仅一字之差，
但其中蕴含的历史文化消失殆尽。

再如宋代杰出女词人李清照， 其南渡后名作
《声声慢》中有一句“憔悴损”，后人因不解其中的
杭州话， 只能牵强附会地解读。 原词下阙是这样
的：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
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这次
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其中“憔悴损”的“损”一直被解读为程度副词，“表
示程度极高”的意思。 汉语中“损”主要作动词，也
可作形容词， 不作程度副词。 《说文解字·手部》：
“损，减也。从手，员声。 ”徐铉音：稣本切。 《康熙字
典》引申后又有“伤也、贬也、失也”等义。现代汉语
从方言中吸收了动词“用尖刻的话挖苦人（～人）”
的义项，和形容词“刻薄、恶毒”（这人办事真～。 他
说的话够～的）的用法，而“损”作程度副词未见所
出。其实“憔悴损”的“损”也是地道的杭州话，是吴
语发展演变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小称音变。 “损”实
际是“损＝”，是“煞儿”的合音，其音变过程为煞
＋儿 n→损＝（煞儿） 。 后缀“儿”与前一音节合音，
成为前一音节韵尾的小称音变现象至今残存在杭
州话及周边吴语中，在口语中可表多种情感意义。
例如杭州话中还有 “好性＝（好些儿）”“软番性＝（软
些儿）”；余杭话中有“屋林＝（屋里儿）”“闹宁＝（闹热
儿）”等；⑧周边吴语有“阿松＝（阿叔儿，宁波）”“醒＝

醒＝（歇儿歇儿，嘉善）”“梦＝子（磨儿子，湖州）”“丫
婷＝头（丫头儿头，长兴）”“金井＝鱼（金鲫儿鱼，苏
州）”等。 ⑨“煞”是杭州话乃至整个吴语中使用频率
极高的程度副词。 所以“憔悴损”就是“憔悴煞儿”,
是“憔悴得很啊”的意思，并与词中“寻寻觅觅、冷
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等叠字营造的意境呼应，
把作者无聊、 忧郁和惆怅等复杂情感表达得淋漓
尽致。 一个“损＝（煞儿）”字，杭州话中的宋韵文化
特色跃然纸上，释义即刻怡然理顺，毫不牵强。

南宋时期汉语得到空前发展， 口语开始向书

面语渗透， 文学作品中频频出现与杭州话直接相
关的吴语口语成分。 其间有些不明就里的描述和
不合一般表达的语法现象， 不少可由杭州话得到
解释， 所以杭州话是精准解读宋韵文化的一大关
键。

（二）脸孔、脸面、面孔：杭州话官吴合璧的语
言现象是宋韵创新文化的集中表现

官话与吴语珠联璧合是杭州话与众不同的一
种创新表达。 杭州话中有些词句具有官话中有吴
语、吴语中有官话的特点。 例如词语“脸孔”“晚上
头”，就是由官话的“脸面”“晚上”，与吴语的“面
孔”“夜头”融合而成的官吴合璧词。再如指示代词
用“个个（这个）、那个”，其近指用吴语的“个个”，
远指用官话的“那个”。 祖父母面称用“爹爹（爷
爷）、奶奶”，其“祖父”用吴语的“爹爹”，“祖母”用
官话的“奶奶”。 又如双宾语句用“拨=（给）本书拨=

（给）我”，把吴语的“拨=本书我”和官话的“给我本
书”揉合在一起。 ⑩这种亦官亦吴的合璧现象，既是
南北两大方言珠联璧合的结晶， 又是宋韵文化创
新创造的集中表现。 今天流行的“吼（hold）住”“Q
（cute）弹”“B（brightniss）超”“走秀（show）”等酷词，
其实都是杭州话“脸孔”的翻版。

创新创造是宋韵文化中非常突出的一大表
现，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发明创造最活跃的时期，也
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之一， 这一点
在杭州话中也表现得很突出。 语言尤其是词语与
社会现实紧密相关， 社会的蓬勃发展以及人们对
这种发展的感受，都会在言语表达中留下印记。杭
州话中的官吴合璧现象， 是南北两大文化接触碰
撞的语言创新，它与同时期的雕版印刷、火药、冶
炼、 蚕桑丝绸生产、 航海技术等无数发明创造一
样， 都是宋韵文化中极具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创新创造。

（三）你们、我们、他们：杭州话官吴兼容的语
言现象是宋韵包容文化的集中表现

对官话词语选择性地少量借用是杭州话官吴
兼容的一大特征。 杭州话中借用的官话词语主要
为关键语法词和少量常用词， 因为语言中的这些
词语都是世代口耳相传继承下来的， 具有很强的
滞古性（常无字可写，需用同音字替代）。这就给南
北语言交流带来巨大障碍，为满足交流的需要，杭
州话就将这些词语直接换成官话词语。 例如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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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词，杭州话单数用“你、我、他”，复数加“们”，这
在一般吴语中是绝无仅有的。 试以“他、他们”为
例，与周边吴语进行比较：

由此可知，周边吴语的人称代词一致性很强，
单数为 “其”，“其” 声母脱落成为 “伊”， 复数加
“拉=”，成为“其拉=”和“伊拉=”，“其拉=、伊拉=”合音
成为“倻=、伽=”，与杭州话全然不同。

杭州话中借用的官话语法词还有否定词用
“不、 没有”（周边吴语用 “弗/勿、 呒有/呒不 /呒
没”），结构助词用“的”（周边吴语用“个”），以及疑
问代词用“哪个”问人，用“哪里”问处所，用“多少”
问数量等。 借用的少量官话常用词如“太阳、老头
儿、日子、洗脸、下棋、东西、事情”等（周边吴语用
“日头、老老头/老头子、日脚、汏面/潮面、着棋、物
事、事体/事干”等），这些词语杭州话均与北方官
话一致，与周边吴语不同。 11�

关键语法词和常用词都是语言中的高频词，
此外，关键语法词还是语言中封闭的类，虽数量极
其有限，但使用频率非常高，滞古性很强。 这些词
语的借用大大提高了杭州话的通话程度， 有效扫
除了语言交流中的障碍。 前文说到汉语 “入派三
声”的特点在北来移民口语中已经出现，这也是一
个明显的官话特征， 但此特征对提高通话程度帮
助不是很大，所以没有借入杭州话。 可见，杭州话
并不是盲目地借用北来移民的汴洛雅音， 而是选
择性地借用少量最关键的成分。 这是对语言简约
经济原则的最佳阐述， 也是宋韵文化中极具借鉴
意义和指导意义的大智大慧。 对照今天流行的一
批批新借词，如“黑客（hacker）”“派对（party）”“嗨
（high）”“酷（cool）”“脱口秀（talk show）”等，更能体
现出杭州话中官话借词厚重的历史文化。

三、杭州话是宋韵文化的历史坐标

杭州话不仅是宋韵文化的主要载体， 而且其
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宋韵文化。 其所承载的宋韵
官话语言标记， 不仅是历史上汉语大发展的历史

见证，而且是汉语史断代的重要历史参照。
（一）杭州话所承载的宋韵官话语言标记
杭州话中的宋韵官话语言标记分布集中、特

征明显，其与北方官话相同，与周边吴语不同的特
点集中表现在以下 10个方面：

1. 代词方面：杭州话人称代词单数用“你、我、
他”，复数加“们”。 疑问代词用“哪个”问人（你
是～？）”，用“哪里”问处所（你到～去？），用“多少”问
数量（你要～？ ），指示代词远指用“那”（～半边），与
北方官话完全相同。

2. 否定词方面：杭州话否定词用“不”（～上～
落）、“没”（～大～小）、“没有”（～大帕儿包），“不要”
的合音用“嫑”（～学你老头儿），“不会”的合音用
“ ”（五岁～得穿袜儿），与周边吴语全然不同。

3. 助词方面：杭州话结构助词用“的”（好～、他
们～、吃～用～、来～官儿去～好、年三十～吃，年初一～
穿）”，与周边吴语用“个”，声母读［k-、ɡ-、ɦ-］很不
一样。

4. 后缀方面：杭州话中有一个数量极其庞大、
辨识度极高的儿缀词群，“儿” 读自成音节的［l］，
与周边吴语读鼻音、 儿缀词仅个别残存等情况很
不一样（余杭话拟另文讨论）。儿缀词构造多样、变
化丰富、能产性极强，例如“肉儿（果肉）”“小鬼头
儿”“盘儿碗盏”“耍子儿（玩耍）”“闹架儿（吵架）”
“搞搞儿 （玩耍）”“好儿不儿 （该加儿时不加儿）”
“片儿川”“孩儿巷（地名）”“小圆头儿（小名）”“芯
片儿（新词）”“电脑小票儿（新词）”。 12�

5. 文白异读方面： 杭州话的文白异读很不发
达 ，仅个别字如 “防 （～恐 ）”“大 （～人 ）”“敲 （～棒
槌）”，残有文白异读现象，一些周边吴语普遍存在
文白异读的明母、奉微母、泥日母、见母及其他一
些字， 杭州话都只有相当于周边吴语文读音的一
读。例如日母“人”“让”“肉”“热”等字，均只有声母
读［z-］，音近“神”“上”“熟”“舌”一读，没有周边吴
语声母读［ȵ-］，音近“宁”“娘”“玉”“涅”的白读音，
书面语色彩非常浓郁。正如赵元任先生在《现代吴
语的研究》中所说：

别处有文白两读的字（家、间、交、江、樱、
角、甲、耳等等），在杭州大都取文派的读音，
白话中取白派音的字甚少。 13�

6. 词汇方面： 常用词中有一定数量的官吴合
璧词和官话借词，详见本文二（二）、（三）。

杭州话 萧山话 绍兴话 余杭话

他 伊 伊 伊、其

他们

杭州话

他

他们

伊拉＝

湖州话

其、实＝其

伽＝、实＝伽＝

伊拉＝、倻＝络＝

嘉兴话

伊倷＝

伊拉＝

倻＝、伽＝

宁波话

其

其拉＝

不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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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声调方面： 杭州话上声声调的归并属官话
型，即中古次浊声母字声调并入阴上，全浊声母字
声调并入阳去， 不同于中古次浊和全浊声母字声
调都并入阳去的吴语型方言。

8. 介音方面：杭州话有一组 8 个［ɥ-］介音韵
母 ，如 “抓 ［tsɥa］”“帅 ［sɥε］”“吹 ［tshɥei］”“染 ［ɥ
o� ］”“床 ［dzɥaŋ］”“孙 ［sɥεŋ］”“说 ［sɥεʔ］”“刷
［sɥaʔ］”，与周边吴语区别明显。 14�

9. 韵母方面：杭州话咸、山摄一等覃、谈、寒三

韵不分，都读［ε�］韵。 例如“贪”“感”“篮”“肝”“汗”
等。吴语一般都不同韵，例如萧山话“贪”“蚶”“汗”
读［ε�］韵，“感”“篮”“肝”读［ε�］韵。

10. 特字方面：杭州话“打（梗开二端母）”字读
［ta53］，不读一般吴语的“德冷切”；“桶（通合一定
母）”字读［thoŋ53］，不读一般吴语的“徒揔切”；“鸟
（效开四端母）”字读［liɔ53］，不读一般吴语的“都了
切”；“伞（山开一心母）”“喊（咸开一晓母）”读阴
上，不读一般吴语的阴去调。

可见，虽然杭州话的本质是地道的吴语，但与
一般吴语的差别很明显， 其宋韵官话语言标记十
分突出，是不可多得的宋代汴洛雅音的活标本，对
研究汉语史的发展演变意义重大。

（二）杭州话中的宋韵官话语言标记是汉语史
断代的重要历史参照

外移方言往往会保留某些在本土已经丢失的
古老成分， 所以杭州话的价值尤其是在汉语史上
的价值要高过其他方言。 汉语史的断代研究由于
缺少早期语言资料，面临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如
果当时就有现代的先进科学手段，把它记录下来，
保存起来，那么今天汉语史的研究特别是音韵史、
词汇史的好些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杭州话中的宋
韵官话语言标记正好弥补了其中部分缺失， 为汉
语史断代研究提供了一个宋代语言的历史参照。

杭州话中“儿”的读音，为汉语“儿”［ ］音史的
演变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中间环节和年代参照。 从
反映北宋都城开封府城市风俗的《东京梦华录》，到
记录南宋行都杭州市井风貌的《西湖老人繁胜录》
《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 15�等系列史料笔
记中可看到，北宋汴梁话已有非常发达的儿缀，并
与南宋杭州话一脉相承。 汉语中的“儿”［ ］音，学
界一直存有南宋说、辽金说、元代说、明代早期说
等多种观点。16�联系杭州话能直接梳理出其演变轨

迹，杭州话中“儿”读舌尖中浊边音［l］，发音时舌
尖抬起紧紧抵住上腭；新派读［εl］，在舌尖抬起抵住
上腭的过程中带出一个轻微的［ε］；更新一派读
［ ］，舌尖抬起后不再上抵，而是稍稍后卷。17�杭州话
中“儿”的读音与周边吴语带鼻音的［n］、［ŋ］、［ȵi］、
［ȵie］等读音完全不同，却与韵图把日母列入半舌
半齿音跟来母同类相合，说明杭州话“儿”的读音
是对南宋汴洛雅音的直接继承。北京话的“儿”［ ］
音显然是南宋后发生的演变， 其音变过程为：l→
εl→ ，并可通过杭州话的新老共时差异解释其历
时音变详情。

我国东南沿海各汉语方言都是由古代南方不
同地区的民族接受北来移民语言逐渐形成， 但形
成的大致年代难以确认， 必须要参照杭州话这个
历史坐标。例如客家话的形成年代一直众说纷纭，
有成于唐、五代、宋、明、清等多种观点。 其实只要
对照杭州话便知， 成于宋及宋以后的可信度都很
低， 因为杭州话中的宋代汴洛雅音成分在客家话
中丝毫没有。杭州话说“那不是他们说的”，客家话
说作“个呒係渠等人讲个”18�，其指示代词、否定副
词、人称代词、结构助词等特征，均与杭州话完全
不同，明显属于南方闽粤方言系统，与宋以后的北
方方言更是大异其趣。 这说明客家话不可能是宋
或宋以后才从中原河洛一带南下的， 更不要说明
代和清代了，其最有可能的形成年代是唐代。反观
温州苍南金乡话，一个成于明朝的军话方言岛，上
文杭州话中的十大宋韵官话语言标记在金乡话中
都具备。 杭州话“那不是他们说的”，金乡话说作
“那不是他们讲的”19�，与杭州话非常相似。

研究汉语史，弄清汉语在不同历史时期语音、
词汇、语法的基本面貌，了解其从古到今的演变脉
络，揭示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都需要参照杭州话
这个宋韵文化的历史坐标。

注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中国语言

地图集》1988 年版，香港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

②何忠礼、徐吉军：《南宋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24～34、438～447 页。

③徐越：《宋室南迁和杭州话的形成 》，《江西社会科

学》2005 年第 2 期。

④《都城纪胜》南宋史料笔记，作者耐得翁。 该书主要

记录作者耳闻目睹的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的城市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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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creasingly narrow. The demands of centralized power on war， local administration， justice and taxation also
gradually intensifi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manor owners and the feudal authority. The emancipation
of material and population requir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in feudal society finally promoted
the self sublation of manor ownership and its political attachment system.

Key words： manor ownership； division of labor； feudalization； private ownership

Order and Harmony： Institution of Li-Yue and Justice of Behavior
Dong Ping

（Academy of Philosoph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Abstract： The author considers that the Dynasty of Western Zhou occupies the Axial Ag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Li（礼） consists an institutional complex for individuals’ public life. As an institutional sys-
tem， the practical goal of Li is to realize the order and harmony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the public social
life. Conceptually， Li is the way of Sheng Ren（圣人）imitating the Way of Heaven and establishing the ultimate
principle for man， and the outcome of transforming the Way of Heaven into the way of humanism. Therefore，
the world of Li is a structural system of the heaven， the earth， the men and the gods that consists the world
of humanism in which a man can create， establish or realize his own values of living in different styles of
communication with different objects. In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classic Confucianism， Li has its own sacred-
ness. The supreme ruler or the so-called the Son of Heaven（天子）has his legitimacy in behavior only when he
abides by all the obligations of Li assigned to him. He must be the exemplar of following the system of name-
and-obligation， and has no any privilege of non-compliance to the system. As the rules or norms of people’s
behavior in publicity， the general effectiveness of Li embodies in such a situation the author called it as the
situation of inter-communicational relationship of objectivity. This situation is the only field of man can real-
ize his own life and values. Different individuals in the situation consist of a shared field in which an indi-
vidual showed up his own subjectivity by the way of executing his name-and-obligation properly. In the
sense of every person has to execute properly his name-and-obligation in the field of the situation of inter-
communicational relationship of objectivity， every individual’s equality of responsibilities， rights and obliga-
tions can be discussed.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substance of name-and-obligation is the individuality in
publicity or the subjectivity in the order of public communications. For any person， to execute properly his
name-and-obligation in the field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is suitable， appropriate， rectitude and so it is
justice in behavior.

Key words： Li（礼）； institutional complex； situation of inter-communicational relationship of objectiv-
ity； justice of behavior

Study on Yang Jian’s Cihuchunqiujie and It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with Lu Jiuyuan
Huang Juehong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Abstract： In addition to the twelve volumes of Cihuchunqiujie， there are some monographs on Chunqiu

in Yang Jian’s Cihuxianshengyishu. The content， thought and explanation way of Cihuchunqiujie are the
same as those of Yangshiyizhuan and Cihushizhuan. In a word， the core tenet of Cihuchunqiujie is that
Chunqiu is “a book to explain the Tao”， and “human heart is Tao”. This theory is not only for Chunqiu， but
also Yang Jian’s programmatic judgment on the purpose of all the Chinese Confucian Classics.Lu Jiuyuan’s
Daxuechunqiujiangyi did not really show his own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while Yang Jian’s Cihuchunqiu-
jie had a very significant brand of personal philosophy of the mind. Cihuchunqiujie is the only existing anno-
tated work of Chunqiu of Xiangshan school， which solves the problem of interpretation of Chunqiu of Xiang-
shan School. Undoubtedly， it is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Xiangshan School， which is precious.

Key words： Yang Jian； Cihuchunqiujie； explain the Tao； the philosophy of the mind； Lu Jiuyuan

Hangzhou Dialect Is the Main Carrier and Historical Coordinate of Song Yun Culture
Xu Yue

（School of Humanit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Abstract： Hangzhou dialect distributesmainly in the old city of Hangzhou， which is the direct product of

the southern migration of the Song Dynasty. The history of its contact， the distribution of dialect island 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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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language marks of Song Yun Mandarin that have been inherited so far all bear the culture of Song Yun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best interpretation of Song Yun culture is its language innovation， such as the co-
existence of Mandarin and Wu dialect，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and selective borrowing. Hangzhou dialect is
not only the main carrier of Song Yun culture， but also a historical coordinate of Song Yun culture itself.

Key words： Hangzhou dialect； Song Yun culture； main carriers； historical coordinates

Moral Intelligence as the Theme of Novel
———An Analysis of Henry James’s Critique on George Eliot and Its Influence

Dai Wuy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100）

Abstract： Henry James’s critique of George Eliot exemplifies James’s unique perspective of analyzing
the theme and unravelling the implication of Eliot’s stories. James believed that the stories by Eliot were
brimming with a strong sense of moral care and moral ideal， which was an artistic reflection of how Eliot re-
sponded to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at England underwent in the Victorian era. James first pointed out that
the moral implication involved in Eliot’s stories was not equal to moral standards or doctrines set by any
particular culture， and based on this premise， James proposed his renowned literary theory of narrative point
of view. Grounded in his critique of Eliot， James went forward to clarify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moral stan-
dards and moral sense， proposing the ideas of “moral intelligence” and “intellectual power”. Therefore， James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his theory of fiction and confidently responded to some other highly relevant topics，
such as author’s character and reader reception. These ideas by James also exerted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his successors， like the English novelist and critic Woolf.

Key words： Henry James； theme of fiction； moral intelligence； George Eliot； Virginia Woolf

An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Breaking the “Five-on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bliometrics and Content Analysis

Tang Jianmin1， Ling Xi2
（1.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Evaluation； 2.Management School，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Abstract： With the constant introduction of breaking the “Five-Only” policy， the domestic academic re-

search about this has been simultaneously promoted. In order to deepen the further study on overcoming the
orientations of “Five-Only”， it is now necessary to conduct a systematic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n the ex-
isting research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ce. Based on the published policy documents in the
State Council Policy Document Library and the newspaper， academic journal literature included in CNKI，
this paper uses bibliometrics and content-analysis method and carries out a comprehensive study in the as-
pects of the number of literature， citations， major research forces， major research themes and major research
contents. It is found that domestic study on breaking the “Five-Only” is still at an early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high-quality research findings with a solid disciplinary foundation or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n the causes of “Five-Only” in a hierarchy or a practicable proposal to eliminate “Five-Only” e-
valuation. In view of this， subsequent study could make progress in the following directions： to conduct re-
search on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various types of study， to draw more theoretical support from Evaluation
Science， to further explore the specific operational countermeasures， as well as to carry out systematic eval-
uation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breaking the “Five-Only” policy in a timely manner.

Key words： breaking the “Five-Only”； educational evaluation； bibliometrics； content analysis

Privacy Should Be A Kind of Civilization
Liu Lianjun

（Law School，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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